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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地基增强系统基准站运行维护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北斗地基增强系统基准站运行维护的通用要求、日常运行维护要求、备品备件要求、

环境保障要求、观测墩检查维护要求、设备检查维护要求、网络检查维护要求、软件检测维护要求、数

据检测维护要求、安全检查维护要求、应急处理要求、资料要求、责任划分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北斗地基增强系统基准站（以下简称基准站）的运行及维护，其他卫星导航基准站可

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BD 110001-2015  北斗卫星导航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BD 110001-201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维护  maintenance 

对基准站进行日常的巡检、巡查、保养、维修等工作。 

3.2   

现场维护  site maintenance 

由相关技术人员在基准站现场对基准站进行的维护。 

3.3   

远程维护  remote maintenance 

由相关技术人员通过网络远程对基准站进行的维护。 

3.4   

基准站运营方  operator of reference station 

负责基准站管理和运营的单位，简称运营方。 

3.5   

基准站维护方  maintainer of reference station 

基准站运营方为保障基准站正常运行，以合同方式约定负责基准站日常管理和维护工作的单位或人

员，简称维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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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数据中心  data center 

基准站运营方为保障基准站正常运行，实现对各基准站远程实时监测、记录及报告等相关维护工作

的基础环境。 

3.7   

看管人员  supervisor 

到基准站现场进行巡检、巡查、保养、简易维修处理、报告等工作的维护方维护人员。 

3.8   

值班人员  personnel on duty 

在数据中心对基准站的状况进行监测、记录、报告等工作的运营方维护人员。 

4 通用要求 

4.1 基准站应具备运行维护及监控报警功能。 

4.2 基准站运行维护应采用现场维护和远程维护相结合的检查维护方式，现场维护方式由维护方主要

负责，远程维护方式由运营方主要负责。 

4.3 基准站看管人员及值班人员应经过培训，并持证上岗。 

4.4 基准站观测室设备的现场维护时间周期一般应为一周一次，观测墩现场维护时间周期一般应为一

月一次。 

4.5 维护方发现设备故障时，应及时报告运营方，由运营方组织技术人员及时将故障修复；丢失或损

坏（不可修复的）以及设备的更新升级，应及时更换并做好设备更换记录。 

4.6 基准站设备修复时间非边远地区应不大于 24h，边远地区应不大于 48h。 

4.7 基准站维护方和运营方都应制定维护管理制度，并将制度张贴在各自现场的显著位置。 

5 日常运行维护 

5.1 工作内容 

5.1.1 看管人员 

基准站看管人员的主要工作包括： 

a) 定期到基准站现场进行巡检、巡查、保养，并进行记录，如发现基准站故障问题，应及时上报

并记录； 

b) 接到维修通知时，应及时到基准站现场进行相应维修或处理； 

c) 对下达的维修任务不能完成时，应及时上报； 

d) 恶劣天气如雷暴、冻雨等发生后应及时到基准站现场检查设施； 

e) 若因异常或特殊情况关闭基准站设备后，应及时恢复基准站设备的正常运行。 

5.1.2 值班人员 

基准站值班人员的主要工作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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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数据中心监控基准站工作状态并进行记录，发生故障时及时处理并上报； 

b) 在数据中心接收和记录看管人员上报的基准站异常情况，并及时上报； 

c) 在数据中心对数据进行下载、存储、处理和管理等，并定期备份； 

d) 向看管人员提供技术咨询和指导。 

5.2 值班与巡检制度 

维护人员值班制度的基本要求如下： 

a) 看管人员应至少一周对基准站观测墩、设备等进行一次巡查、巡检并填写基准站巡查记录表，

基准站巡查记录表格式参见附录 A，若出现问题，应及时上报运营方； 

b) 看管人员在白天工作时间应保证与值班人员畅通联系，必要时应保证 24h 畅通联系； 

c) 数据中心应配备专人值班，监控各基准站运行状态，保障各基准站正常运行； 

d) 值班时间一般情况为 8h（白天工作时间），必要时应安排专人 24h 值班； 

e) 值班人员应填写基准站值班日志表，基准站值班日志表格式参见附录 B； 

f) 值班人员应保证为看管人员在白天工作时间内提供技术咨询和指导，并要与看管人员建立 24h

的联系方式。 

6 备品备件 

基准站的天线、接收机、路由器、气象仪、机柜、电源设备、防雷设备、消防设备、线缆及电连接

器等备品备件由运营方准备，数量由运营方根据设施故障率和老化率等因素确定，存放地点和条件由运

营方合理安排。 

7 环境保障 

基准站正常工作的温度、湿度等环境条件由运营方给予保证。如果因为客观因素，导致环境保障无

法达到基准站正常工作的状况时，维护方应及时向运营方报告，由运营方及时处理。 

8 观测墩检查维护 

8.1 检查维护要求 

基准站观测墩检查维护基本要求如下： 

a) 定期查看观测墩体上的标志标识； 

b) 观测墩体外观损坏应及时修复； 

c) 观测墩体变形应及时上报并采取措施恢复； 

d) 观测墩体地基沉降应及时上报并采取措施纠正； 

e) 周边环境发生影响基准站正常运行的变化时（遮蔽、干扰等），应及时上报并处理。 

 

 



BD 440014-2017 

4 

8.2 检查维护措施 

基准站观测墩应采取以下检查维护措施： 

a) 看管人员应定期对观测墩进行检测并填写基准站设备检查记录表，基准站设备检查记录表格式

参见附录 C； 

b) 值班人员应检查墩体沉降是否符合规定的位置精度要求； 

c) 定期检查基准站天线罩是否损坏、馈线是否破损、接头是否松动，如发现问题，看管人员应及

时通知运营方，并按运营方要求进行修复； 

d) 定期检查观测墩的漆面或外观是否受损，如发现问题，看管人员应及时通知运营方，并按运营

方要求进行修复； 

e) 发现观测墩体上的标志标识有遮挡、腐蚀或脱落等情况时，应采取措施恢复，若不能恢复应及

时报告并按要求进行修复； 

f) 维护方对墩体进行维修时，应及时通知运营方； 

g) 如观测墩已无法通过维修来满足基准站正常运行时，应及时上报运营方重新选址建设。 

9 设备检查维护 

9.1 检查维护要求 

基准站维护的设备包括天线、接收机、路由器、气象仪、机柜、电源设备、防雷设备、线缆及电连

接器等。检查维护基本要求如下： 

a) 通过数据中心监控软件对基准站设备的运行状态实时监控，出现异常情况时，值班人员应及时

报告并处理；值班人员还应检查上一天的日志，对问题项应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 

b) 看管人员应定期对天线、接收机等进行检查并填写基准站设备检查记录表，基准站设备检查记

录表格式参见附录 C； 

c) 看管人员应定期对路由器状态指示、线缆损坏或松动情况等进行检查并填写基准站设备检查记

录表，基准站设备检查记录表格式参见附录 C； 

d) 看管人员应定期对气象仪的状态指示、外观、线缆损坏或松动情况等进行检查并填写基准站设

备检查记录表，基准站设备检查记录表格式参见附录 C； 

e) 看管人员应定期机柜的状态指示、线缆损坏或松动情况、门磁报警器、烟雾报警器、水浸报警

器等进行检查并填写基准站设备检查记录表，基准站设备检查记录表格式参见附录 C； 

f) 看管人员应定期对电源设备的工作环境和工作状态进行检查并填写基准站设备检查记录表，基

准站设备检查记录表格式参见附录 C； 

g) 看管人员应定期对防雷设备连接情况、锈蚀情况等进行检查并填写基准站设备检查记录表，基

准站设备检查记录表格式参见附录 C； 

h) 按规定的使用周期，对设备进行保养和更换并填写基准站设备更换记录表，基准站设备更换记

录表格式参见附录 D，由看管人员负责； 

i) 运营方应委托专业机构定期对防雷设备进行检测，并提供检测报告； 

j) 运营方应委托专业机构定期对气象仪进行标定，并提供标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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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检查维护措施 

9.2.1 接收机及天线 

接收机及天线应采取以下检查维护措施： 

a) 应定期检查接收机各指示灯是否显示正常； 

b) 应定期检查接收机及天线外观是否清洁； 

c) 应定期检查接收机及天线各个外部接口是否出现松动； 

d) 应定期检查与接收机相连的电缆线，观察有无被老鼠啃咬或其他原因导致的损坏情况； 

e) 应定期远程检查接收机原始观测数据质量，对观测数据质量不合格的站点，提出整改措施； 

f) 接收机远程维护软件固件升级时应填写基准站软件系统维护记录表，基准站软件系统维护记录

表格式参见附录 E； 

g) 接收机软件固件升级后，应检查其工作情况并分析原始观测数据质量，填写基准站数据分析统

计表，基准站数据分析统计表格式参见附录 F。 

9.2.2 路由器 

路由器应采取以下检查维护措施： 

a) 应定期检查路由器各指示灯是否显示正常； 

b) 应定期检查路由器接线及模块接口连接状态是否正常； 

c) 路由器远程维护软件固件升级时应填写基准站软件系统维护记录表，基准站软件系统维护记录

表格式参见附录 E。 

9.2.3 气象仪 

气象仪应采取以下检查维护措施： 

a) 应保持气象仪清洁，定期擦拭但不允许用腐蚀性溶剂； 

b) 应定期检查气象仪各连接部件的牢固性，如有问题，应及时修复； 

c) 应保持防辐射罩完整、整洁，各传感器处于通风良好的环境中； 

d) 应委托专业机构定期对气象仪进行标定。 

9.2.4 机柜 

机柜应采取以下检查维护措施： 

a) 应对机柜内环境状况如烟感、温湿度、门磁、水浸等进行实时监控； 

b) 应定期检查机柜的放置环境，确保机柜放置稳定牢固、无杂物覆盖、抵靠； 

c) 应定期检查机柜的输入电压是否正常，防浪涌保护装置工作是否正常。 

9.2.5 电源设备 

电源设备应采取以下检查维护措施： 

a) 应对电源设备的工作温度、输出电压、输出电流等进行实时监测； 

b) 应定期清除积尘，检查风扇运转情况，确保电源散热通风环境； 

c) 应定期检查电源设备的状态，如有异常，及时报运营方进行维修处理或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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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应定期对电池组的容量、电压、温度，电池组的放电电流、放电电压，充电电流、充电电压等

参数进行监测查看； 

e) 应及时对不合格或寿命到期的电池进行更换。 

9.2.6 防雷设备 

防雷设备应采取以下检查维护措施： 

a) 应根据防雷设备使用维护说明书要求，定期检查连接处是否紧固、接触是否良好、接地线有无

锈蚀、接地体附近地面有无异常，必要时应在专业人员指导下挖开地面抽查地下隐蔽部分锈蚀

情况； 

b) 每年雷雨季节前应对运行中的防雷器进行一次老化检查； 

c) 应定期对防雷设备接地网的接地电阻进行一次测量； 

d) 应根据防雷设备的维护要求每年进行其他必要的维护。 

10 网络检查维护 

10.1 检查维护要求 

应检查基准站网络，保障其在信息安全及物理安全的条件下运行。 

10.2 检查维护措施 

10.2.1 现场维护 

看管人员应对网络采取以下检查维护措施： 

a) 应定期查看路由器状态（指示灯状态，发声发热状态等），路由器接线及模块接口连接状态是

否正常等，如出现问题应报告并采取措施解决； 

b) 应对网络线路是否存在安全隐患进行检查，检查是否有非法接入，如出现问题应报告并采取措

施解决。 

10.2.2 远程维护 

值班人员应对网络采取以下检查维护措施： 

a) 应对网络设备工作状态、带宽、传输速率、误码率、延迟时间、丢包率等进行实时监测，如出

现问题应对线路带宽进行优化或采取其他措施解决并报告； 

b) 应定期对路由器或网络防火墙等网络设备进行更新及升级； 

c) 应定期进行计算机网络病毒检测。 

11 软件检测维护 

11.1 检测维护要求 

基准站一般应配备接收机软件、机柜监控软件或基准站监控软件，软件检测维护由值班人员主要负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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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检测维护措施 

软件应采取以下检测维护措施 

a) 数据中心应对基准站软件的运行进行定期检测，同时记录软件故障时间点、现象及故障数据等

有关信息，并采取相应的维护措施； 

b) 应按要求对基准站接收机、路由器、机柜监控软件或基准站监控软件进行更新及升级，并做好

版本控制； 

c) 若需要更换软件时，应履行相关审批手续，并由专业人员进行更换； 

d) 软件检测维护应填写基准站软件系统维护记录表，基准站软件系统维护记录表格式参见附录

E。 

12 数据检测维护 

12.1 检测维护要求 

基准站检测维护的数据主要有站点坐标、接收机观测数据、气象数据、设备运行状态数据等。数据

检测维护由值班人员主要负责，检查维护基本要求如下： 

a) 应定期进行基准站数据处理，获得日解、周解、月解、年解，对基准站坐标年位移量发生较大

变化的，应及时更新基准站坐标； 

b) 应实时对接收机观测数据进行质量检查并填写基准站数据分析统计表，基准站数据分析统计表

格式参见附录 F； 

c) 应定期对接收机的存储状况进行检查； 

d) 应实时监控气象仪的温度、湿度、大气压力值等，发现异常及时报告； 

e) 应实时监控机柜内环境、设备运行信息，完成包括柜内微环境监控、不间断电源状态信息的采

集、管理、分析和告警； 

f) 应实时对基准站的接收机观测数据、气象数据、设备运行状态数据等进行备份。 

12.2 检测维护措施 

值班人员应对数据采取以下检查维护措施： 

a) 远程实时监测接收机数据完整性，若出现问题，应及时组织技术人员查找问题原因，必要时看

管人员应协助值班人员查找问题，并采取补救措施； 

b) 应定期对站点的连续 24h 数据质量进行检查，若出现问题，组织技术人员对数据质量进行分析

并找出问题，采取相应措施解决； 

c) 应对机柜环境、不间断电源、气象仪等的状态进行监控，并形成维护日志； 

d) 应对基准站的接收机观测数据、气象数据、设备运行状态数据等进行永久备份，备份数据在系

统时长不小于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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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安全检查维护 

13.1 检查维护要求 

基准站安全维护主要有物理入侵监测、病毒入侵监测、接入检查等措施或手段。安全检查维护由看

管人员主要负责，值班人员协助，检查维护基本要求如下： 

a) 应安装病毒检查软件和杀毒软件； 

b) 不得接入除专线网络以外的网络； 

c) 应能有效防止病毒非法入侵基准站软件系统； 

d) 应能有效防止非法设备接入基准站系统； 

e) 应采取有效保护手段或措施防止基准站设备丢失和损坏； 

f) 应采取防火、防汛、防雷、安全用电等方面的保护手段，定期开展巡视和检查并填写基准站巡

查记录表，基准站巡查记录表格式参见附录 B。 

13.2 检查维护措施 

基准站安全应采取以下检查维护措施： 

a) 定期检查基准站观测室或工作室的防盗门（窗）及报警装置，确保完好无损； 

b) 定期清点基准站设备是否齐全、完好，如发现丢失或损坏，看管人员应及时报告； 

c) 定期检查环境监控系统，确保环境监控系统工作正常，能对基准站温度、湿度、大气压力、水

浸、盐雾、门禁、人员进行有效监控； 

d) 基准站设备接入专线网络前应加装防火墙； 

e) 发现非法接入时，应采取有效措施将其立即断开； 

f) 当发生环境安全问题时（如干扰、盗窃、停电、漏水、生化破坏、火灾、地震、洪水、雷击、

飓风等），看管人员应及时报告； 

g) 对于出现涉及人为犯罪的行为时，看管人员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14 应急处理 

14.1 应急处理要求 

基准站应急处理基本要求如下： 

a) 运营方应制定及时恢复基准站网运行的应急预案； 

b) 若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战争、设备大面积损坏、关键设备出现故障时，应采取应急处理措施。 

14.2 应急处理措施 

基准站应急处理应采取以下措施： 

a) 若发生 14.1 b）的紧急情况时，基准站运营方应迅速组织成立应急处理工作组，并启动应急

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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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基准站设备和软件发生损坏影响基准站正常运行时，应急处理工作组应组织人员在 24 小时之

内对损坏设备进行维修或更换，及时恢复基准站的正常运行，并填写基准站设备更换记录表，

基准站设备更换记录表格式参见附录 D； 

c) 当观测墩坐标严重偏移原坐标时，维护方应立即通报运营方，运营方及时对观测墩坐标进行计

算和校准，需要重新选定观测墩位置的，由应急处理工作组组织重新选址建设。 

15 资料 

15.1 配备资料 

基准站配备资料应包含以下内容： 

a) 运营方与维护方的合同文件； 

b) 基准站信息表； 

c) 设备使用维护说明书； 

d) 运营方与维护方的联络信息； 

e) 其他资料。 

15.2 归档资料 

基准站运行维护资料归档基本要求如下： 

a) 基准站运行维护归档资料包括：基准站巡查记录表、基准站值班日志表、基准站设备检查记录

表、基准站设备更换记录表、基准站软件系统维护记录表、基准站数据分析统计表等； 

b) 归档资料应齐全完整，内容真实； 

c) 归档资料所使用的书写材料应不易褪色，利于长期保存； 

d) 归档资料应编制目录，并按目录顺序进行编号。 

16 责任划分 

16.1 主体责任 

主体责任应由运营方承担，对基准站的资产及正常运行负责。 

16.2 维护责任 

维护方受运营方委托，承担相应的基准站检查维护责任。检查维护责任由维护方和运营方共同承担，

具体责任如下： 

a) 观测墩检查维护由维护方主要负责，运营方协助； 

b) 基准站设备检查维护由维护方负责； 

c) 基准站网络检查维护由运营方负责； 

d) 基准站软件检查维护由运营方负责； 

e) 基准站数据检查维护由运营方负责； 

f) 基准站安全检查维护由维护方主要负责，运营方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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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基准站巡查记录表 

基准站巡查记录表格式见表A.1。 

表A.1 基准站巡查记录表及示例 

站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维护人：_________________时间：_________________ 

机房环境 

检查项目 情况描述 结论 

温度 （有控温设备） （正常） 

湿度 （无侵水、无漏水） （正常） 

清洁 （含设备清洁、无厚重灰尘） （正常） 

其他 
无其他破坏基准站情况，地面、墙壁、

天花板完好无裂痕 

 

接收机设备 

检查项目 情况描述 结论 

供电指示灯 （正常指示） （正常） 

记录指示灯 （正常指示） （正常） 

卫星型号指示灯 （正常指示） （正常） 

接收机各接头 （牢固、无松动） （正常） 

接收机外观 （完好、无松动） （正常） 

存储卡指示灯 （正常指示） （正常） 

清洁 （各设备清洁、无厚重灰尘） （正常） 

电源设备 

检查项目 情况描述 结论 

市电 （市电接口无松动） （正常） 

UPS 相关连接与指示灯 （各指示灯正常） （正常） 

电池工作指示灯 （各指示灯正常） （正常） 

清洁 （各设备清洁、无厚重灰尘） （正常） 

机柜 

检查项目 情况描述 结论 

外观 （无破损，无刮痕） （正常） 

机柜接地 （接地端正常未松动） （正常） 

机柜钥匙 （有专人保管，未随意打开） （正常） 

清洁 （各设备清洁，无厚重灰尘） （正常） 

其他 （无授权设备接入机柜）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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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续） 

观测墩设备 

检查项目 情况描述 结论 

外观 （各自设备正常，支架正常） （正常） 

天线 （天线牢固、指北、无松动） （正常） 

电缆线接头 （是否牢固、无松动、无裸露） （正常） 

气象仪 （气象仪正常工作指示灯是否正常） （正常） 

气象仪电缆接头 （是否牢固、无松动） （正常） 

清洁 （各设备清洁、无厚重灰尘） （正常） 

网络设备 

检查项目 情况描述 结论 

交换机（路由器） （电源指示灯正常显示） （正常） 

外观 （无明显破损情况） （正常） 

接口 （网线接入牢固、无松动） （正常） 

其他 （无其他未授权设备接入）  

清洁 （各设备清洁、无厚重灰尘） （正常） 

防雷设备 

检查项目 情况概述 结论 

电源防雷器 是否正常工作  

网络防雷器 （两端接口接地、牢固、无松动） （正常） 

馈线防雷器 （两端接口接地、牢固、无松动） （正常） 

室外避雷器（避雷针） （是否可以有效保护天线）  

注：以上检查项目可根据基准站实际情况酌情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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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基准站值班日志表 

基准站值班日志表格式见表B.1。 

表B.1 基准站值班日志表 

序号 设备检查 运行状态检查 出现问题及处理情况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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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基准站设备检查记录表 

基准站设备检查记录表格式见表C.1。 

表C.1 基准站设备检查记录表 

观测墩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方法 检查结果 备注 

1 墩体变形 目视   

2 墩体地基 目视   

3 外观 目视   

4 墩体标识标志 目视   

5 周边环境 目视   

接收机及天线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方法 检查结果 备注 

1 设备完好性 目视   

2 线缆磨损情况 目视   

3 天线安置 工具检查   

4 GNSS 接收机钟差 数据检查  数据检查表 

路由器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方法 检查结果 备注 

1 路由器接线 目视和工具检查   

气象仪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方法 检查结果 备注 

1 清洁状态 目视   

2 线路连接 目视和工具检查   

3 气象仪标定 专业年检   

机柜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方法 检查结果 备注 

1 线路连接 目视和工具检查   

2 烟雾报警器工作状态 查看指示灯状态   

电源设备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方法 检查结果 备注 

1 风扇运转状态 目视   

2 接电端子氧化 目视   

3 电池容量 观察显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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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续） 

防雷设备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方法 检查结果 备注 

1 防雷设备界限松脱生锈 目视和工具检查   

2 馈线防雷器 专业年检   

3 网络防雷器 专业年检   

异常情况说明： 

 

日期：                             值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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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基准站设备更换记录表 

基准站设备更换记录表格式见表D.1 

表D.1 基准站设备更换记录表 

项目 相关内容 

基准站编号  

基准站名称和代码  

基准站位置  

更换设备名称  

型号和规格 
 

 

设备编号  

主要技术参数 

 

 

 

 

更换原因 

 

 

 

 

值班人  

更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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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基准站软件系统维护记录表 

基准站软件系统维护记录表格式见表E.1。 

表E.1 基准站软件系统维护记录表 

序号 
软件

名称 

更新开

始时间 

更新完

成时间 

升级前

版本号 

升级后

版本号

是否备份

数据库 

是否更换

软件狗 

软件狗

序列号

操作是

否成功 
操作员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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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  

附 录 F 

（资料性附录） 

基准站数据分析统计表 

基准站数据分析统计表格式见表F.1。 

表F.1 基准站数据分析统计表 

运维单位： 填表时间： 填表人： 

站址 系统 
起始

历元 

结束

历元 

时间

长度 

采样

间隔
MP1 MP2 MP3 

数据可用

率 
周跳比 

历元完

整性 

分析

结论

 

BDS            

GPS            

GLN            

 

BDS            

GPS            

GLN            

 

BDS            

GPS            

GLN            

 

BDS            

GPS            

GLN            

 

BDS            

GPS            

GLN            

 

BDS            

GPS            

GLN            

 

BDS            

GPS            

GLN            

 

BDS            

GPS            

GLN            

注：BDS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GPS为GPS卫星导航系统，GLN为GLONASS卫星导航系统。 

 
 
 

__________________ 


